修正新北市特定寵物業者申請許可證資格題庫
107.02 製
一、選擇題共計 50 題
(1)

1.申請新北市經營特定寵物業者，應向哪個單位進行申請?(1)新北
市動物保護防疫處(2)台北市動保處(3)農委會(4)防檢局。

(4)

2.特定寵物業管理辦法規定，是指經營特定寵物的哪個項目要向
主管機關申請?(1)繁殖(2)買賣(3)寄養(4)以上皆是。

(2)

3.寵物業許可證有效期間，是幾年?(1)2 年(2)3 年(3)4 年(4)5 年。

(3)

4.寵物業許可證之登記事項有變更時，應於變更之日起幾日內檢
附證明文件，向主管機關辦理變更登記?(1)10 日(2)20 日(3) 1 個月
(4) 2 個月。

(1)

5.寵物業因故歇業，應於事實發生幾個月內?填具歇業報告書，連
同寵物業許可證，報請主管機關廢止其許可並註銷其許可證，(1)1
個月(2)2 個月(3)3 個月(4)6 個月內。

(4)

6.停業超過多久?視同歇業。(1)3 個月(2)6 個月(3)9 個月(4)1 年。

(2)

7.犬及貓隻繁殖場所總面積應達多少以上?(1)60 平方公尺(2)66 平
方公尺(3)50 平方公尺(4)55 平方公尺。

(3)

8. 犬 隻 繁 殖 場 ， 運 動 場 所 佔 面 積 不 得 低 於 多 少 百 分
比?(1)50(2)40(3)30(4)以上皆非。

(1)

9.犬隻買賣或寄養應具備之設施底面積，15 公斤以上犬隻，每隻
以多少以上為計算基準? (1)2 平方公尺(2)2.5 平方公尺(3)3 平方公
尺(4)4 平方公尺。

(1)

10. 犬及貓隻買賣或寄養場所飼養面積不得超過總面積百分之多
少?(1)60(2)50(3)40(4)30。

(4)

11.經營犬隻繁殖業者，其種公、種母犬需幾個月齡以上才能進行
交配? (1)6 個月(2)8 個月(3)10 個月(4) 一歲。

(2)

12.種母犬連續 2 年度內總繁殖胎次不得超過幾胎? (1)2 胎(2)3 胎
(3)4 胎(4)無限制。

(3)

13.種母犬每隻最多繁殖幾胎?(1)5 胎(2)6 胎(3)7 胎(4)8 胎。

(4)

14.請問經營犬及貓隻特定寵物業哪些營業項目需申請?(1)經營繁
殖(2)經營買賣(3)經營寄養(4)以上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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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5.請問寵物業許可證應於期限屆滿前幾個月內?依規定申請換發
新證(1)3-6 個月內(2)12 個月內(3)屆滿後再申請換證(4)等候通知。

(3)

16.經營特定寵物買賣或寄養，下列何者為應申請特定寵物業許可
證之對象？(1)犬 (2)貓 (3) 犬、貓兩者皆是(4) 犬、貓兩者皆非。

(2)

17.主管機關對寵物業之評鑑，每幾年至少辦理 1 次?(1)1 年(2)2 年
(3)3 年(4)4 年。

(3)

18.經評鑑丙等，應在主管機關通知送達之次日起多久內改善，並
報請主管機關備查?(1)1 個月(2)2 個月(3)3 個月(4)6 個月。

(4)

19.對於不再進行繁殖、買賣之犬隻，處理方式何者正確?(1)送交
新北市寵物商業同業公會辦理認養(2)自行辦理認養(3)繼續飼養
終年(4)以上皆是。

(4)

20.對於不再進行繁殖、買賣之犬隻，隨意棄養，依動保法將處以
多少罰緩?(1)1 萬(2)3 萬 (3)3-10 萬(4)3-15 萬。

(2)

21.一名年滿 18 歲高中生走進店內拿出積蓄欲購買波斯貓，請問
店家是否可以販賣?(1)可以販賣，飼主已年滿 18 歲(2)不可以販
賣，飼主需年滿 20 歲(3)以上皆是。

(3)

22.新北市寵物業 5 新計劃項目之一，新申請寵物業者許可證時負
責人及專任人員必須考試及格，及格分數為多少?(1)60 分(2)70 分
(3)80 分(4)90 分。

(1)

23.新北市寵物業 5 新計畫之一，已取得許可證未來換證時，每年
需取得動物生命教育、動保法規相關課程認證時數多少小時?(1)2
小時(2)4 小時(3)6 小時(4)無規定。

(6)

24.新北市寵物五新計劃，何者正確?(1)需通過許可證資格考試(2)
設置寵物登記站(3)行飼主責任教育(4)聘請特約獸醫師(5)退役犬
隻管理(6)以上皆是。

(4)

25.寵物業經營寵物繁殖、買賣或寄養之場所，專任人員應具何種
資?
（1）職業學校或高級中等學校以上，畜牧、獸醫、水產、動物等
相關系、科畢業。
（2）曾接受各級主管機關辦理或委辦之畜牧、獸醫、水產、動物
及動物福利等相關專業訓練二百小時以上，領有結業證書。
（3）繁殖、買賣或寄養場所現場工作 3 年以上經驗。
(4)以上皆是。

(3)

26. 繁殖場之專任人員，應每年參加主管機關辦理之動物保護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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飼養管理相關訓練多少小時?，並取得證明文件。(1)2 小時(2)4 小
時(3)6 小時(4)無規定。
(3)
27.店家門口被惡意遺棄犬貓，店家可通報(1)農委會(2)動保團體
(3)新北市動保處(4)經發局。
(4)
28.申請特定寵物業許可證並獲核准後，若發生停業、歇業情事
時，應向哪個機關辦理註銷或備查?(1)農委會(2)防檢處(3)新北市
經發局(4)新北市動保處。
(4)
29.寵物業經營繁殖、買賣、寄養之場所，需設置專任人員，其需
具備何種資格?(1)畜牧、獸醫、水產、動物等相關科系畢業(2)曾
受主管機關辦理相關專業訓練二百小時以上，領有結業證書(3)具
有繁殖、買賣、寄養場所現場工作 3 年以上經驗(4)以上皆是。
(4)

30.無寵物許可證之非法業者，其經營繁殖、買賣、寄養業者，將
依動保法可處多少罰鍰？並得沒入。(1)5 萬-25 萬元(2)10 萬-150

萬元(3)5 萬-300 萬元(4)10 萬-300 萬元。
（4） 31.特定寵物買賣交易時，應提供何種文件予購買者？
（1）寵物登記證明。
（2）最近 3 個月內，獸醫師開立之特定寵物診斷書或檢驗證明書。
（3）來源母犬或貓之晶片號碼。
（4）以上皆是。
（1） 32. 貓隻買賣或寄養應具備之設施底面積，2 公斤以上貓隻，每隻
以多少以上為計算基準? (1)0.225 平方公尺(2)0.2 平方公尺(3)0.3
平方公尺(4)0.45 平方公尺。
（4） 33. 經營貓隻繁殖場應具備之設施底面積，2 公斤以上貓隻，每隻
以多少以上為計算基準? (1)0.225 平方公尺(2)0.2 平方公尺(3)0.3
平方公尺(4)0.45 平方公尺。
（3） 34.有關寵物食品應以中文及通用符號，顯著標示下列事項於容
器、包裝或說明書標示規定，何者為非？
（1）應標示品名。
（2）需標示淨重、容量、數量或度量。
（3）不需標示使用主要原料、添加物名稱。
（4）營養成分及含量。
（1） 35.有關寵物業經營寵物繁殖、買賣或寄養之場所，專任人員資格
認定，下列何者為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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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

（3）

（3）

（4）

（1）領有獸醫師證書或畜牧技師證書。
（2）曾接受各級主管機關辦理或委辦之畜牧、獸醫、水產、動物
及動物福利等相關專業訓練 3 個月以上，領有結業證書。
（3）繁殖、買賣或寄養場所現場工作 1 年以上經驗。
（4）沒有規定。
36.有關宰殺犬貓或販賣其屠體之規定，何者為正確？
（1）宰殺犬貓，處 2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併科新臺幣 20 萬
元以上 200 萬元以下罰金。
（2）販賣犬貓屠體，處新臺幣 5 萬元以上 25 萬元以下罰鍰，並
得公布其姓名、照片及違法事實，或限期令其改善；經限期令其
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得按次處罰之。
（3）情節重大或連續犯、累犯者，處 1 年以上、5 年以下有期徒
刑，併科 50 萬元以上、500 萬元以下罰金。
（4）以上皆是。
37.捕捉動物使用方法，何者為非？
（1）麻醉槍以外之其他種類槍械。
（2）可使用獸鋏。
（3）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禁止之方法。
（4）非經許可，不得捕獵野生動物。
38.對動物不得有之行為，何者為非？
（1）以直接、間接賭博娛樂營業宣傳或其他不當目的進行動物之
間或人與動物間之搏鬥。
（2）以直接、間接賭博為目的，利用動物進行競技行為。
（3）可以直接、間接賭博，任意虐待動物進行或進行動物交換或
贈與。
（4）其他有害社會善良風俗之行為。
39.關於寵物未辦理登記規定，何者為是？
（1）飼主應於寵物出生日起四個月內，檢具下列文件，向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或其委託之民間機構、團體（以下簡稱登記機
構）辦理寵物登記及植入晶片：經勸導拒不改善者，處新台幣 3000
元以上 1 萬 5000 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之。
（2）特定寵物出生後應即植入晶片並辦理寵物登記。但經獸醫師
診斷不適植入晶片者，於獸醫師診斷書所載不適植入期間屆滿或
條件成就前，得免植入晶片及辦理登記。
（3）以上皆是。
（4）以上皆非。
40.已領有寵物業許可證之寵物業者因故歇業、停業或復業時，何
者為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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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4）

（1）

（4）

（1）

（1）

（1）歇業者，應於事實發生後 2 個月內填具歇業報告書，連同寵
物業許可證，報請直轄市主管機關註銷之。
（2）停業在 6 個月以下者，應於事實發生後 1 個月內填具停業報
告書，報請直轄市主管機關備查。復業時，亦同。
（3）停業超過 6 個月者，視為歇業，主管機關應公告註銷之。
（4）以上皆非。
41.經營應辦登記之特定寵物，從事犬隻買賣或寄養場所及設備標
準，何者為是？
（1）飼養面積不得超過總面積 60％。
（2）10 公斤以上未達 15 公斤之犬隻，每隻 1 平方公尺以上。
（3）未達 5 公斤之犬隻，每隻 0.25 平方公尺以上，且最小底面
積應達 1 平方公尺。
（4）以上皆是。
42.對於動物感染狂犬病風險，何者為非？
（1）高度風險動物（如狗、浣熊、蝙蝠）。
（2）中度風險動物（如貓、血貂、猴）。
（3）低度風險動物（如刺蝟、負鼠、兔）。
（4）鳥類動物也會感染狂犬病。
43.寵物如已遺失、死亡或送養別人其作為，何者為正確?
（1）請攜帶本通知單及身分證文件，至本市寵物登記站辦理遺
失、轉讓或死亡除戶等變更登記。
（2）沒有相關規定。
（3）以上皆非。
44.經營應辦登記之特定寵物，從事貓隻買賣或寄養場所及設備標
準，何者為是？
（1）飼養面積不得超過總面積 60％。
（2）未達 2 公斤之貓隻，最小底面積應達 0.225 平方公尺，可飼
養 2 隻。
（3）寬度：45 公分以上；高度：60 公分以上。
（4）以上皆是。
45.依據寵物登記管理及營利性寵物繁殖買賣或寄養業管理收費
標準，何者為正確？
（1）寵物晶片、頸牌之成本及植入手續費 250 元。
（2）寵物辦理變更登記收費 200 元。
（3）寵物頸牌或登記證遺失，申請補發收費 100 元。
（4）沒有規定。
46.依據寵物登記管理辦法，何者為正確？
（1）寵物死亡日起 1 個月內，飼主應檢具寵物登記證明，向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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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2）

（2）

機構辦理註銷登記。
（2）營利性寵物繁殖或買賣業者所飼養之寵物，出生日起 3 個月
內，未經販售者，得暫免辦理寵物登記。
（3）以上皆非。
47.依據寵物業查核及評鑑辦法，其寵物業查核之項目，何者為
非？
（1）寵物繁殖、買賣紀錄。
（2）寵物買賣資訊文件。
（3）不需懸掛寵物業許可證。
（4）寵物晶片使用情形表。
48.依據寵物業查核及評鑑辦法，其寵物業評鑑之項目，何者為
非？
（1）寵物繁殖、買賣紀錄。
（2）不再繁殖或買賣寵物之處理情形。
（3）不含消費者權益保障情形。
（4）配合動物保護工作情形。
49.依據寵物業查核及評鑑辦法，以下何者為正確？
（1）直轄市主管機關對寵物業之查核，每年應辦理 2 次。
（2）直轄市主管機關對寵物業之評鑑，每 2 年至少辦理 1 次；必
要時，評鑑得與查核同時辦理。
（3）沒有規定。
（4）以上皆非。
50.特定寵物業管理辦法於 106 年 10 月 16 日修正施行，已取得許
可之特定寵物業，應自本辦法修正施行之日起一年內，向主管機
關申請換發新證，請問於何時間未完成換發者，原許可證失其效
力？
（1）107 年 10 月 15 日前。
（2）107 年 10 月 17 日前。
（3）107 年 10 月 18 日前
（4）以上皆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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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非題共計 150 題

(X)

1、營業場所籠架設置最大層數，大型犬為平面圍欄或單層籠，中
型犬最多 2 層籠架、小型犬最多 3 層籠架，是否正確。

(X)

2、主管機關派動物保護檢查員稽核店內設施、寵物繁殖或買賣紀
錄、先天或遺傳性疾病篩檢證明及寵物管理情形，但因當天我在忙
無法配合，所以拒絕稽查。

(O)

3、經營寵物繁殖及買賣業主應於每年 1、4、7、及 10 月底前，將
上一季寵物晶片使用情形表，會報所在地直轄市及縣市主管機關。

(O)

4、主管機關對寵物業之查核，每年應辦理一次，必要時得增加辦
理次數。

(O)

5、為提升新北市寵物業品牌形象，動保處特訂定寵物業 5 新計劃，
立意良善，並可增加業者動保法規觀念。

(X)

6、動保法第 5 條規定，飼養犬隻應給予適當、乾淨且無害之食物
及餐後給予飲水，是否正確?

(O)

7、特定寵物買賣交易時，需提供購買者：寵物登記證明、特定寵
物飼養管理須知、最近 3 個月內，獸醫師開立之特定寵物診斷書或
檢驗證明書及來源母犬或貓之晶片號碼，是否正確 ?

(X)

8、經營寵物繁殖及買賣業，每半年提供寵物晶片使用情形彙報所在
主管機關，是否正確?

(X)

9、合格寵物業者已領有許可證，所以可以在網路上販售犬隻及在夜
市擺攤販售，以上是否正確。

(X)

10、寵物業者於臉書或網路進行廣告行銷宣導時，不須標示許可證
字號。

(X)
(X)

11、只要取得寵物業許可證即可，無需將許可證懸掛在店內明顯處。
12、一位高雄民眾在網路下單預購 1 隻吉娃娃，由於到新北車程太
遠，與業者雙方約在台中火車站面交寵物，請問在非營業場所販
售，是否可以?

(X)

13、為方便民眾購買飼料，店家將大包裝 20 公斤飼料分包成 1 公
斤裝，標籤上僅標明小型犬隻專用飼料字樣，是否合法?

(X)

14、為避免犬隻快速成長，造成賣相不佳，因此每天只給予幼犬
30 顆飼料，及餐後少許飲水?

(X)

15、經營的寵物店營業項目主要是寵物美容，及偶爾應客人要求提
供犬隻住宿，平均 1 個月才有 1 犬隻住宿，所以不用申請許可證。

(O)

16、寵物店負責人因經營方式有所改變，變更專任人員，因是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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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異動問題，應於變更之日起 1 個月內報請動保處辦理變更登
記。

(X)

17、最近市面上流行飼養法鬥，店內法鬥幼犬販售成績非常好，已
無犬隻可賣，經友人介紹，可以向坊間的家庭繁殖法鬥幼犬(無許
可證)收購，以避免無犬隻可賣。

(O)

18、店家對於無不再進行繁殖、買賣且無法繼續飼養之寵物，可交
由新北市寵物商業同業公會辦理認養會。

(O)

19、前來購買寵物的民眾，店家必須告訴民眾正確飼養寵物觀念，
及提供特定寵物飼養管理須知。

(O)
(X)

20、店內寵物需注射預防針，店家必須找合格獸醫進行醫療行為。
21、為節省成本，本身無獸醫師資格及執業執照，店家可以為店內
寵物自己進行醫療行為。

(X)

22、鄰居頻頻檢舉寵物店內臭味沖天且寵物吠叫聲過大，店家已取

(X)

得合格許可證，所以不用管鄰居怎麼說。
23、為了提高飼料銷售量，店家可更改包裝標示，強調預防白內障、
寄生蟲清除及預防皮膚炎等醫療效能及誇大不實等專用飼料字樣。

(O)

24、如有發現非法業者進行繁殖、買賣行為，店家要主動向動保處
檢舉非法業者。

(X)

25、店家取得主管機關核准在店內可以販售 12 隻狗的許可證後，
因為生意需求，偷偷提高店內販售量到 13 隻，應該沒關係。

(O)

26、店內所有寵物來源，需由取得許可證之寵物繁殖場或寵物買賣
業者供應。

(X)
(X)

27、店內寵物未完成晶片植入可以進行買賣、轉讓他人。
28、已取得許可證合法業者，在網路進行廣告行銷販售時，無需在
販賣資訊標示許可證字號。

(O)

29、寵物美容常會發生飼主要求美容師幫寵物點眼藥或除蚤，此行
為是否可協助?

(X)

30、為協助民眾的寵物除蚤，在進行寵物美容時，店家順便便宜販
售有動物藥品字號之藥物，以上行為是方便顧客。

(O)

31、對於已無經濟價值之犬隻，店家偷偷帶到山區或公園內放生，

(O)

此棄養行為已違反動保法，將可查罰 3-15 萬元。
32、特定寵物業負責人，領有獸醫師證書，得以負責人兼任前項專
任人員，並以兼任一場為限。

(O)

33、所有申請經營特定寵物之業者，應檢附特定寵物妥善處置之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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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書。

(X)

34、取得寵物業許可證後，營業場所名稱、平面配置圖可自行更改，
無需再向動保處報備。

(X)

35、只要取得 1 張寵物業許可證，其他分店也可以同時使用相同許
可證。

(X)

36、經營寵物繁殖之業者，需詳實紀錄所飼養種畜之配種、繁殖紀
錄，並應至少保存 1 年。

(X)

37、店內營業之特定寵物數量與許可證記載寵物種類不同及超出最
大飼養數量 1-2 隻沒關係。

(O)

38、寵物繁殖或買賣業者於寵物買賣交易時，拒未提供購買者有關
寵物資訊文件，將違反動保法可處 1 萬 5 千以上至 7 萬 5 千罰鍰。

(O)

39、店家販售寵物後，應把飼主資料給予新北市寵物同業公會進行
寵登。

(X)

40、寵物美容業可以刊登超音波洗牙廣告，店家可以為寵物進行無
麻醉洗牙。

(X)

41、動物用藥品只要藥商願意販賣給店家，就可以在店內販賣，無
需向主管機關申請藥品販售許可證。

(O)

42、未依動物用藥品管理法取得許可證，而擅自在店內販售動物用
藥品，依法可處新台幣 9 萬以上 45 萬以下罰鍰。

(O)

43、寵物美容師未取得獸醫師資格，擅自幫飼主寵物執行超音波洗
牙，已違反獸醫師法，可處 3 萬元以上 15 萬元以下罰鍰，其所用
之藥械沒入之。

(X)

44、寵物美容業為招攬生意，在招牌寫上無痛超音波洗牙服務，並
無違法。

(O)

45、非獸醫診療機構，不得為診療進行廣告，如超音波洗牙，違者
依獸醫師法處理 9 千元以下罰鍰。

(X)

46、店內有一臘腸狗幼犬，經獸醫師診斷判定其健康情形不佳，因
最近店內生意不好，只要告訴民眾幼犬身體狀況，即可販售。

(X)

47、為方便飼主寵物進行美容除蚤，店家以成本價錢販售犬心寶預
防藥、蚤不到滴劑給予民眾，是合法的。

(O)

48、為避免店內寵物罹患傳染性疾病，業者自行向動物醫院購買疫
苗及藥物並施打，已違反獸醫師法第 30 條，可處 3 萬至 15 萬罰鍰。

(O)

49、店家遇有民眾上門兜售野生動物，應在第一時間通報新北市動
保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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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50、寵物業者雖不得拒絕動物保護檢查員依法執行職務，但可以假
藉忙碌規避檢查。

(O)

51、寵物業者妨礙、規避、或拒絕動物保護檢查員依法執行職務，
將可依動保法處 3 萬元以上 15 萬元以下罰鍰。

(X)

52、飼料商向店家表示，此批飼料針對腎臟疾病犬隻，因此，在飼
料上特別貼明食用後絕對可以改善腎臟疾病，此舉並無違法動保
法。

(O)

53、為節省成本，大量進購飼料，無奈最近銷售不佳，造成飼料已
過期，為避免飼料浪費，經分包再販售給飼主，此舉已違法動保法，
可處 3 萬元以上 15 萬元以下罰鍰。

(O)

54、店家每籠犬隻皆需有足夠隨意活動空間，主管機關得視現場情
形要求加大飼養面積及加強設施。

(x)

55、寵物業者只要將許可證懸掛於營業場所內明顯處，電子媒體、
網路行銷時無需標示許可證字號。

(O)

56、寵物美容業者因無經營繁殖、買賣、寄養營業項目，所以無需
申請許可證。

(O)

57、寵物美容業者模特兒美容犬隻，因寵物選美比賽需求，無法行
寵物絕育，應向主管機關申請免絕育計劃。

(x)

58、為防止人畜共通傳染病狂犬病之發生，每 2 年管理人或飼主應
攜帶寵物至動物醫院施打狂犬病疫苗，違者依傳染病動物條例處以
3 萬元以上 15 萬元以下罰鍰。

(O)

59、新北市動保處率全國之先於 104 年 3 月 1 日起實施零安樂，至
今成效良好。

(X)

60、繁殖場之專任人員，應每年參加動保處辦理之動物保護及飼養
管理相關訓練 2 小時以上，並取得證明文件。

(O)
(O)

61、每年寵物業者需取得 2 小時動保教育、關懷動物生命教育學分。
62、依據動物用藥品管理法之規定，動物用藥品販賣業者，應向所
在地直轄市主管機關申請動物用藥品販賣業許可證後，才可以販售
動物用藥品。

(X)

63、新北市寵物業新申請業者，其負責人、專任人員需在新申請許
可證時，必須通過動保法等法規考試及格（60 分），才能申辦特
定寵物業許可證。

(O)

64、寵物業者開業後 1 個月內，依商業團體法第 12 條規定加入商
業同業公會；兼營兩業以上商業者，應分別加入各該業商業同業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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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為會員。逾期不入會者，由商業團體及主管機關依同法第 63 條
規定處理。

(O)

65、寵物業許可證取得，與土地及建物是否合法使用係屬二事，貴
商業實際經營業務之營業場所應符合都計、建管、消防等法令規
定，違反者，應受上開法令之處罰。

(X)

66、新北市推寵物業 5 新計劃，許可證屆期換證時，負責人無須再
次考試，只要取得生命教育認證 2 小時。

(O)

67、特定寵物出生後應即植入晶片並辦理寵物登記。但經獸醫師診
斷不適植入晶片者，於獸醫師診斷書所載不適植入期間屆滿或條件
成就前，得免植入晶片及辦理登記。違者可處新臺幣 3000 元以上
1 萬 5000 元以下罰鍰，並得限期令其改善；經限期令其改善，屆
期未改善者，得按次處罰之。

(O)
(O)

68、寵物業僅經營寵物美容，無需向動保處申請特定寵物業許可證。
69、寵物業者有義務向民眾行生命教育，飼養寵物前需考量清楚及
了解飼主責任。

(x)
(x)
(x)
(x)
(O)

(O)

(O)

(x)

(O)

70、向民眾宣導飼養寵物飼主應盡飼主義務，是動保處的事和我們
業者無關。
71.寵物業許可證之有效期間，以 3 年為限；期滿欲繼續從事原登
記營業項目者，應於期限屆滿前 1 個月之內申請換發新證。
72.寵物業間買賣 4 月齡以下之寵物，應植入晶片。
73.經營寵物繁殖之業者，須詳實記錄其所飼養種畜之配種、繁殖
紀錄，並應至少保存 1 年。
74.飼主未依本辦法所定期限辦理寵物之出生、取得、轉讓、遺失
或死亡登記者，依動保法第 31 條處新臺幣 3000 元以上 1 萬 5000
元以下罰鍰，並得限期令其改善；經限期令其改善，屆期未改善者，
得按次處罰之。
75.寵物食品有未依規定標示、標示不明或標示不全之情形者，不
得製造、加工、分裝、批發、販賣、輸入、輸出、贈與或意圖販賣
而公開陳列。
76.飼養寵物應該為狗植晶片及寵物登記，依動物保護法第 19 條規
定未辦理寵物登記，經確勸導後不改善，可處以罰鍰新台幣 3000
至 1 萬 5000 元。
77.動保法第 5 條規定，飼養犬隻應給予適當、乾淨且無害之食物
及 12 小時充足、乾淨之飲水，提供安全、乾淨、通風、乾燥、有
適當適量之遮蔽的生活環境。
78.動保法第 11 條規定，受傷或罹病動物，未給予適當醫療，經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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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O)
(x)

(O)
(O)

(O)
(x)

(O)

(O)

(O)

(O)
(O)
(O)

(O)
(O)

勸導後不改善，可處以罰鍰新台幣 1 萬 5000 至 7 萬 5000 元。
79.具攻擊性狗出入公共場所應採適當防護措施，違者可依動保法
第 29 條處以罰鍰新台幣 3 萬至 15 萬元。
80.依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第 45 條規定
，
無法檢附一年內確實施打狂
犬病疫苗之證明，將處以罰鍰新台幣 3 萬至 15 萬元。
81.動保法規定，虐待動物最重可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併
科 10 萬元至 100 萬元罰金。主管機關得公布其姓名、照片、違法
事實。
82.動保法規定棄養動物，可處以罰鍰新台幣 3 萬至 15 萬元。
83.動保法第 22 條規定，業者以外之特定寵物飼主需為寵物絕育，
如有繁殖需求須向動保處提出申報繁殖管理說明，並於寵物出生後
植入晶片和登記。
84. 為什麼要施打狂犬病疫苗？ 為防止人畜共通傳染病狂犬病之
發生，以維護公共衛生及保障市民生命安全。
85. 那些動物要施打狂犬病疫苗？ 本市轄區內所有畜犬、貓出生
滿 1 月齡以上、將屆滿狂犬病免疫 1 年效期或注射狂犬病疫苗逾 2
年以上之畜犬、貓。
86. 犬貓未按時施打狂犬病疫苗，飼主或管理人會受罰嗎？會。所
有人或管理人如有拒絕或違反規定者，依「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
處新處新臺幣 3 萬元以上 15 萬元以下罰鍰。
87. 飼主要帶犬、貓到哪裡施打狂犬病疫苗？ 犬、貓於年度內自
行到本市動物保護處(以下簡稱動保處)及受行政委託之「動物狂犬
病預防注射站」或其他合法獸醫診療機構接受狂犬病預防注射。
88. 受行政委託之「動物狂犬病預防注射站」有那些地方？受行政
委託之「動物狂犬病預防注射站」於大門口及掛號處均會張貼識別
標示。
89. 特定寵物業經領得許可證後，應依公司法、商業登記法規定辦
理登記，及依商業團體法加入商業同業公會。
90. 施 打 狂 犬 病 疫 苗 要 付 費 嗎 ？ 新 北 市 動 保 處 提 供 狂 犬 病 疫
苗 注 射 ， 每 劑 收 取 注 射 費 新 台 幣 110 元 整 。
91. 要如何證明犬(貓)已完成狂犬病預防注射？可查詢動物狂犬病
預防注射證明書、證明牌，飼主應將該證明牌懸掛於犬(貓)頸部以
資識別。
92. 證明書、證明牌遺失該怎麼補發？ 必須回到原「動物狂犬病
預防注射站」或動保處申請補發，並酌收部分費用。
93. 繁殖、買賣業者需申報所有種犬並植入晶片，並於每年 1、4、
7、10 月底前，回報上一季寵物繁殖紀錄表、寵物買賣暨晶片使用
情形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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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O)

(x)

(O)

(O)

(x)
(O)

(x)

(O)

(O)

(O)

94.「動物狂犬病預防注射證明書及證明牌」不需更換，明年還可
以使用，沒有使用年限相關規定。
95.「動物狂犬病預防注射站」完成狂犬病預防注射後，未主動核
發動物狂犬病預防注射證明書及證明牌給予飼主，獸醫師執業機構
或執業獸醫師(佐)是否有責任？ 是，違反「獸醫師法」第 32 條規
定處新臺幣 9000 元以下罰鍰
96.任何人不得惡意或無故騷擾、虐待或傷害動物？
惡意或無故騷擾、虐待或傷害動物，故意使動物遭受傷害，致動物
肢體嚴重殘缺、重要器官功能喪失或死亡，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
拘役，併科新臺幣 10 萬元以上 100 萬元以下罰金。
97.飼養的犬隻必須絕育？ 飼主應為犬隻絕育，但飼主向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申報並提出繁殖管理說明後得免絕育，如有繁殖
需求亦應申報，並在寵物出生後依第 19 條規定，植入晶片，辦理
寵物登記。違反前項規定，經勸導未改善者，處新臺幣 5 萬元以上
25 萬元以下罰鍰。
98.任何人都不得製造、販賣、陳列或輸出入獸鋏？
是，非經主管機關許可，任何人不得製造、販買、陳列或輸出入獸
鋏。違反者處新臺幣 1 萬 5000 元以上 7 萬 5000 元以下罰鍰。
99.飼主對於受傷或罹病動物是否有其責任？
否，飼主對於受傷或罹病之動物，不需給與必要之醫療。
100.任意棄養動物是否會受罰？飼主飼養之動物，除得送交動物收
容處所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指定之場所收容處理外，不得
棄養。棄養動物，致動物重傷或死亡，處 2 年以下有期徒刑。棄養
動物，處新臺幣 3 萬元以上 15 萬元以下罰鍰。
101.攜帶動物出入公共場所的規定，寵物出入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
入之場所，應由 20 歲以上之人伴同，違反者經勸導拒不改善，處
新台幣 3000 元以上 1 萬 5000 元以下罰鍰。
102.特定寵物之繁殖、買賣或寄養業者，於電子、平面、電信網路
及其他媒體進行廣告行銷宣傳時，未標示其許可字號，違者依動
物保護法第 30 條，處新臺幣 1 萬 5000 元以上 7 萬 5000 元以下罰
鍰。
103.特定寵物之繁殖、買賣或寄養業者買賣交易時拒未提供購買者
有關寵物資訊之文件，違者依動物保護法第 30 條，處新臺幣 1 萬
5000 元以上 7 萬 5000 元以下罰鍰。
104.經營特定寵物之買賣業者寵物來源，應由取得許可證之寵物繁
殖場或寵物買賣業者供應之。違者處新臺幣 10 萬元以上 300 萬元
以下罰鍰及令其限期改善外，並得公布其姓名、名稱或照片；屆期
不改善者，得按次處罰；經處罰 3 次者，廢止其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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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O)

(O)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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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O)

(O)
(O)

(x)

(x)

(O)

105.寵物業許可證之登記事項如有變更，除營業場所地點變更須重
新申請外，應於變更後 1 年內檢附有關證明文件，申報所在地直轄
市主管機關辦理變更登記。
106.寵物業許可證有效期間以 3 年為限，並於期屆滿前 1 個月內申
請換發新證。
107.未經直轄市主管機關許可，擅自經營特定寵物之繁殖場、買賣
或寄養業者，處新臺幣 10 萬元以上 300 萬元以下罰鍰，得沒入其
供繁殖買賣或寄養之特定寵物並令其停止營業；拒不停止營業者，
按次處罰之。
108.寵物業者，係指以營利為目的，經營特定寵物之繁殖買賣或寄
養之業者。
109.寵物繁殖場，係指為供商業用途而培育、改良或繁殖寵物之場
所。
110.經營犬繁殖規定:種公母犬需 6 月齡以上才能進行交配繁殖；
種母犬連續 2 年度內繁殖胎次不得超過 2 胎；種母犬每隻最多繁殖
7 胎。
111.寵物店如有用不完的動物用藥品，可以私自上網販賣給其他人
使用。
112.動物用藥品，若需購買，應到本市動物保護防疫處的網站--「動
保專區」查詢「本市合法動物醫院名錄」，並帶寵物至動物醫院就
診後，該院之獸醫師即會開立此類藥物供民眾使用。
113.寵物店之退役犬隻及無經濟犬隻管理，可委託新北市寵物商業
同業公會協助送(認)養或自行送養。
114.民眾購買犬貓前飼主教育，寵物業者有義務向民眾宣導所需擔
負的飼主責任及動保法規，並協助民眾取得新北市飼養寵物認證
卡。
115.狂犬病疫苗預防注射證明牌(頸牌)是完成狂犬病疫苗預防注射
後由診療機構發給之證明，主要目的是證明犬隻施打過疫苗，與防
疫工作無關。
116.本市動物保護防疫處動物管制人員將捕獲之犬隻，送至動物之
家隔離區作業室留置，於犬隻點交時會先經晶片掃瞄器，掃瞄有無
晶片，收容動物公告及動物之家公告欄，進行羈留公告 7 日，供飼
主尋找家犬、貓。
117.新北市動物之家在哪？我要怎麼去呢？
（1）周二-周日 上午 10:00-12:00 下午 14:00-16:00 有
板橋動物之家 8966-2158 板橋區板城路 28-1 號
中和動物之家 8668-5547 中和區興南路三段 100 號
五股動物之家 8292-5265 五股區外寮路 9-9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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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O)

(x)

(O)
(O)
(x)
(O)
(O)

(x)
(O)

(x)
(O)
(O)

（2）周二-周六 上午 10:00-12:00 下午 14:00-16:00 有
新店動物之家 2215-9462 新店區安泰路 235 號
（3）周一-周五 上午 10:00-12:00 下午 14:00-16:00 有
淡水動物之家 2626-7558 淡水區下圭柔山 91-3 號
瑞芳動物之家 2406-3481 瑞芳區傑魚里八分寮路
八里動物之家 2619-4428 八里區長坑里 6 鄰長坑道路 36 號
三芝動物之家 2636-5436 三芝區圓山里青山路旁
118. 狂犬病會感染所有溫血動物，因此記得每年帶寶貝到動物醫
院施打疫苗哦！
119.患有狂犬病之動物，其唾液中含有病毒，狂犬病病毒隨著動物
的唾液，透過動物抓、咬的傷口進入人體。人類患者的唾液也會有
狂犬病病毒，理論上有可能透過人與人直接傳染，但是至今尚無病
例報告。
120.狂犬病潛伏期從 7 日至 15 日不等，偶而短於 7 天，最長可達
10 年以上，視傷口嚴重程度、傷口部位神經分佈的多寡或與腦的
距離、病毒株別、病毒量、衣服的保護程度及其他因素等而定。
121.通知單是善意的提醒，只要一年時間到，都按時帶寵物去動物
醫院施打疫苗，就不會裁罰。
122.狂犬病預防注射登記系統線上尚未更新。您可將最新的施打證
明書傳真至（02-29595425），動保處幫您修正最近的施打紀錄。
123.寵物店家不需聘請動物醫院或獸醫師為寵物施打晶片、預防注
射及寵物登記，自己即可執行例行工作。
124.動物保護法第 22 條規定經營特定寵物(犬隻)繁殖、買賣或寄養
之業者，應向直轄市主管機管申請許可。
125.經營寵物美容之店家，未屬於法源規範對象尚不需向本處申請
特定寵物業許可證。但經營特定寵物(犬隻)寄養之業者，應向直轄
市主管機管申請許可。
126.特定寵物業者經取得特定寵物業許可證後，不需向商業主管機
關辦妥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始得營業。
127.申請特定寵物業許可證並獲核准後，若發生停業、歇業情事
時，營業場所所飼養之寵物應予妥適安置，如未安置者將依「寵物
業停、歇業時寵物處理切結書」與動物保護法第相關規定裁處。
128.連鎖型寵物店各分店或其他繁殖、買賣或寄養場所，不需個別
申辦特定寵物業許可證，使得營業。
129.寵物店門口被棄養犬、貓隻，店家應檢附相關事證，如監視器
畫面、動物現況、相關照片、行為人資料等具體事證後再行報案。
130.依據動物保護法規定，飼主必須為自家飼養犬隻植入晶片辦理
寵物登記，經勸導拒不改善者，可依同法處 3,000 元至 1 萬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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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O)

(x)
(O)

(O)
(x)

(O)

(O)

(x)
(x)

(O)

(O)
(O)

元罰鍰，飼主可持身分證件至寵物登記站(動物醫院)辦理。
131.飼主應每年主動帶自家寵物施打一次動物用狂犬病疫苗，違者
將依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處 3 萬到 15 萬元罰鍰，飼主可帶寵物逕
至各動物醫院或新北市動保處及所屬各動物之家施打狂犬病疫苗。
132.狗(貓)不見了，可到新北市動保處官網查看，是否有送到各動
物之家。因為送交或捕捉的動物當日下班前會將動物的資料上傳官
網。
133.經營特定寵物之繁殖、買賣、寄養業者，依據特定寵物業管理
辦法規定，犬、鳥類及爬蟲類等均為應辦理登記之寵物。
134.若未申請「動物用藥品販賣業許可證」，擅自販售動物用藥品
（例如蚤不到、犬心寶、除蚤粉、治療耳疥蟲滴劑、疫苗…等動物
用藥品），依動物用藥品管理法可處 9 至 45 萬罰鍰。
135.特定寵物種類為犬、貓，應適用特定寵物業管理辦法。
136.寵物業者買賣寵物只要不涉及買賣犬隻，自家繁殖犬隻則不用
申請許可證，從事犬隻買賣業者應依規定申領寵物業買賣、寄養、
繁殖許可證。
137. 動物有植入晶片辦理寵物登記，飼主可依寵物晶片號碼及飼
主 身 分 證 號 碼 至 寵 物 登 記 管 理 資 訊 網 ：
http://www.pet.gov.tw/webClientMain.aspx ，辦理線上寵物遺失申
報。 如無植入晶片請立即至鄰近公立動物之家尋找。另可上網至
本處公告/認養專區尋找您走失的動物。
138. 寵物死亡後，飼主應攜帶原寵物登記證至就近的寵物登記站辦
理死亡除戶即可，無需至原寵物登記站辦理。如寵物登記證遺失
者，飼主可憑身分證至就近的寵物登記站進行資料查詢，亦可辦理
死亡除戶。
139. 經營特定寵物業者，其許可證依地址核發，勿於其他地點繁
殖買賣，但可「以合法掩護非法」情事發生。
140.飼主應年滿 16 歲，攜帶寵物及身份證明文件至新北市動保處、
新北市寵物商業同業公會或轄內新北市特約動物醫院等寵物登記
機構辦理。
141.依據動物保護法第 19 條及第 31 條規定，家犬滿 4 個月應植入
晶片辦理寵物登記，經勸導拒不改善，處新臺幣 3000 元以上 1 萬
5000 元以下罰鍰，拒不改善者，得按次處罰之。
142.已領有許可證業者，負責人、營業場所之地址或面積變更，應
依規定重新申請許可。
143.經營特定寵物買賣業者，寵物來源，應由取得特定寵物業許可
證繁殖場或寵物買賣業者供應；並應於完成晶片植入後，使得買賣
或轉讓他人。違者依動保法 28 條，處新台幣 4 萬元以上 20 萬元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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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罰鍰。
144.新北市轄內營業性特定寵物繁殖、買賣或寄養，允許於農業
區、工業區設置，且不得設於地下層。
145.因檢舉而查獲違反本法規定案件者，直轄市主管機關得按查獲
案件之行政處分、緩起訴處分或第一次有罪判決，依下列規定計算
金額之 50％以上額度，核發獎金予檢舉人。二人以上聯名檢舉之
案件，其獎金應平均發給。
146.遊蕩戶外之犬隻應捕捉繫留，飼主於收受合法通知後 7 日內，
憑身分證明文件領回。
147.犬、貓傷人、妨害安寧及噪音擾鄰案件，可通報轄內警察機關
處理。
148.辦理特定寵物業許可證寵物繁殖、買賣或寄養業許可證，每件
收費 2000 元。
149.經評鑑為丙等之寵物業，應依直轄市主管機關所列改善項目，
於通知送達之次日起 1 個月內改善，並將改善情形報請直轄市主管
機關備查。
150.未取得獸醫師資格或不具第 16 條第 2 項規定資格之獸醫佐擅
自執行獸醫師業務者，處新台幣 3 萬元以上 15 萬元以下罰鍰，其
所用之藥械沒入之。

17

